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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简介

刘洪新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泌尿外

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
硕士

擅长：泌尿外科微创治疗，
熟练掌握前列腺电切、输尿管
镜碎石、腹腔镜肾上腺肿瘤切
除、肾切除、肾癌、肾盂癌根治
术、肾盂旁囊肿去顶等手术。

门诊时间：星期三下午

前列腺增生常见于老年男性，
症状有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尤
其夜尿增多，会影响睡眠。有些老
人认为年纪大了属于正常的情况，
其实不然，正常 0-1次，严重的十几
次都有，每次排尿时费力，尿的不远
甚至不能成流。

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手段通常包
括等待观察、药物保守治疗、微创手
术、开放手术等。现在手术以微创
手术为主，开放手术非常少，微创手
术以前列腺电切术为主，它不需要
开刀，通过自然道把增生前列腺切
除，创伤小，恢复快。术后宜多喝
水，多吃粗纤维食物，保持大便通
畅，防止便秘。注意休息，三个月内
尽量不骑自行车、三轮车，如有尿流
变细，及时就诊。

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分上
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上尿路结
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下尿路
结石包括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

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症状

是不同的，上尿路结石主要症状是疼
痛和血尿，肾结石多是钝痛；输尿管结
石疼痛剧烈，难以忍受，伴有恶心，呕
吐，甚至出现发热，发寒等症状。下尿
路结石主要为排尿困难和尿频、尿痛、
血尿、尿流中断等症状。

上尿路结石如果引起剧烈疼痛，
在诊断明确情况下首先消炎解痉止
痛，疼痛缓解后，根据结石大小，直径
小于 6mm，一般采用保守治疗，治疗
手段通常包括多饮水、多活动、口服
排石药物等。结石大于 6mm，停留
时间超过 1 个月，肾积水加重，保守
治疗无效，考虑行微创手术治疗，如
激光结合输尿管硬镜，输尿管软镜，
经皮肾镜，腹腔镜等，都会取得比较
好的疗效。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下尿路
结石一般通过简单的膀胱镜就可以
完成手术。

泌尿系肿瘤，主要有肾上腺肿瘤、
肾肿瘤、输尿管肿瘤、膀胱肿瘤、前列
腺肿瘤等。肾上腺肿瘤容易引起高血

压，肾肿瘤、膀胱肿瘤等容易引起血
尿；还有一部分是体检时发现的没
有症状的泌尿系肿瘤，所以，提醒大
家重视每年的健康体检。

泌尿系肿瘤预后都比较好，肾
上腺肿瘤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可以
行腹腔镜手术治疗，创伤小，恢复
快。肾肿瘤也可以用腹腔镜手术，
肿瘤小的，可以部分切除，保留正常
肾脏，如果肿瘤较大，也可以微创切
除肾脏，正常人保留一个肾脏完全
没有问题。

早期的膀胱肿瘤可以微创治
疗，创伤小，恢复快。晚期的膀胱肿
瘤有可能切除膀胱，病人的生活质
量下降。所以在治疗上强调，早发
现早治疗。

前列腺肿瘤早期手术治疗效
果比较好，可以通过腹腔镜来完成
这类手术。如果是晚期肿瘤或预
计寿命少于 10 年的病人，一般采
用去势治疗加口服抗雄激素药物
治疗。

泌尿系统的那些疾病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得以发展，这给千
万个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希望。辅助
生殖技术指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
夫妇妊娠的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授精、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
人工授精是指用人工方法将精液注入
女性体内以取代常规性生活途径使其
妊娠的一种方法。体外受精—胚胎移
植（俗称试管婴儿）是指分别将卵子和
精子取出后，置于培养皿中使其受精，
培育成胚胎，再将合格的胚胎移植回母
体子宫发育成胎儿。辅助生殖技术在
指定医疗机构用于解决符合条件的不
孕不育夫妇生育问题，但也有部分不法
分子利用该技术从事代孕违法犯罪行
为。2001年，卫生部发布了《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对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实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项技术
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
中实施，只能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
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
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
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
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存在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和社
会问题。一是代孕大多是在地下进
行，既无正规的医疗场所，也缺乏必要
的医疗条件，更不会事前告知相关风
险，一旦发生妊娠合并心脏病、羊水栓
塞、子宫破裂、大出血、感染等紧急情
况，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代孕存在诈
骗、经济纠纷、争夺孩子抚养权、代孕
妈妈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严重
影响社会的稳定。

近年来，崇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视打击代孕工作，成立打击代孕专项
行动工作小组，制定《崇明区打击代孕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加大打击力度，
切实维护正常生育秩序和人民合法权
益，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成立由崇明区分管副区长任组
长，区卫生健康委主任任副组长，区委
宣传部、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
区民政局、区妇联、区房管局、区卫生
健康委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打击代孕
专项行动工作小组，共同推进打击代
孕工作。

加强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辅助生
殖医学相关知识宣传，充分利用首届全
国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及药品安全宣
传周活动，宣传卖卵代孕的严重危害性，
加大对违法案例的曝光力度，增强群众
抵制代孕的自觉性。同时加强对房东
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督促房东不
得向涉嫌从事代孕人员出租房屋，并以
案说法，让其知晓非法代孕危害性，主动

终止将房屋出租给非法代孕者。

一是依托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力
量，加大对无证行医点排查和监控力
度，精确掌握行医点、诊疗科目（是否
有非法代孕行为）、行医时间、出诊接
诊规律、药品藏匿地点，并汇总上报区
卫健委，区卫健委再联合各职能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打击方案，实施精
准打击，同时大力宣传《上海市非法行
医举报奖励办法（试行）》，提高社会公
众参与举报无证行医的积极性，提供
更多非法代孕线索；二是加大对医疗
机构超范围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
违法行为排查，对涉及违法采供精、采
供卵及其他非法代孕行为严肃查处；
三是房管部门和各乡镇政府加大对高
档住宅小区、商业楼宇等进行排查，严
防向涉嫌代孕人员出租房屋。

一是严查医疗机构违法违规行
为。对 6 家助产机构和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均按
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开展诊
疗活动；对有妇产科诊疗科目的 25 家
医疗机构开展排摸检查，未发现非法
采供血、采供乱、超范围开展辅助生殖
技术服务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开展药
品、器械专项检查。对辖区内药品、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开展检查，严查
违法经营用于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专用医疗器械和药品等行为。今年以
来共出动人员 558 人次，检查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企业 152 户次，药品经营
企业 127 户次，未发现违法经营促卵
等雌激素药物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
用器械的企业。三是开展非法代孕广
告整治。加大对报刊、广播电视、印刷
品、互联网、App和自媒体等媒介的广
告监测检查力度，切实加强对非法代
孕广告及超范围经营企业的检查，加
大涉嫌代孕广告违法行为的综合整治
力度。今年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162
人次，检查相关企业 97 户次，检查各
类互联网媒介 536 个，未查见代孕广
告宣传的违法行为。四是严查“黑诊
所”。加大打击无证行医力度，制定并
下发了《2020 年上海市崇明区防范和
打击无证行医工作方案》《2020 年崇
明区长兴镇联合整治无证行医专项行
动方案》。今年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164余人次，开展联合执法 22次，对原
来取缔的点位进行“回头看”，追踪回
访无证行医点 95 户次，发现 12 户回
潮，全部予以取缔，并立案处罚 7 件，
行刑衔接 1 人，罚款人民币 24.5 万元，
没收药品 17箱、器械 135件，未发现非
法代孕行为。

□ 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严厉打击代孕
防范社会风险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二）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三）群防群治，掌握动态信息

（四）严格执法，打击违法行为

作为“药食同源”的典型，你可知
龙眼肉？其味甘，性温，入心脾两经，
是一味常见的补益中药，而且甜美可
口，不滋腻，不壅气。《神农本草经》和

《本草纲目》中均记载，龙眼具有壮阳
益气、养血安神、健胃益肾、润肤美容、
延年益寿等功效。专家介绍，龙眼肉
和不同食材搭配，功效不同。

【龙眼枸杞红枣粥】养心、安神、健
脾、补血。

材料：龙眼肉 15克，枸杞 10克，粳
米 100克，红枣 4颗。

做法：粳米、龙眼肉、枸杞、红枣洗
干净，备用；砂锅置火上，加清水和粳
米，煮开约 10 分钟；砂锅中加龙眼肉、
枸杞、红枣，煮成稀粥即可。

【龙眼莲子鹌鹑蛋糖水】养血安
神、补虚长智。

材料：鹌鹑蛋 100 克，莲子 15 克，
龙眼肉 10克，枸杞 5克，砂糖适量。

做法：将莲子去芯，洗净浸半小
时；龙眼肉、枸杞洗净；鹌鹑蛋煮熟去壳
洗净；把全部用料一齐放入锅内，加清
水适量，武火煮沸后，文火煮半小时，根
据个人口味加白糖适量再煮沸即可。

【龙眼红枣木耳汤】治疗脱发、妇
女白带增多。

材料：龙眼干、红枣各 10 粒，黑木
耳（干）、褐色冰糖各 15克。

做法：将龙眼干去壳,黑木耳洗
净,温水浸泡约 4小时；将红枣洗净,去
核,切成两半。锅中加水烧热,将龙眼
干、黑木耳、红枣、冰糖放锅中,熬煮约
30分钟。温热食用。

需要注意，以上方子请在医师指
导下使用。

龙眼这样吃滋补美味效不同
健康小贴士：

（上接1版）崇明正在抢抓花博机遇，放
大花博效应，推动生态环境、生态产业、
生态城镇、生态民生等各项事业加快发
展，让娇艳的鲜花不仅盛开在花博园
区，而且盛开在崇明三岛，绽放在老百
姓的心田。崇明将以举办花博论坛为
契机，认真学习吸纳大家的金玉良言，
结合崇明实际加强创新实践，奋力书写
新时代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新奇迹，全力
打造一届永不落幕的花博盛会。

缪京在作“盛世花开 绽放崇明
奋力打造永不落幕的花博盛会”主旨
发言时，向与会人员分享了崇明重点
做好“全力打造高能级生态，让鲜花盛
开在美丽的岛屿”“全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让鲜花争艳在希望的田野”“全力
创造高品质生活，让鲜花绽放在人们
的心田”三篇文章，奋力打造永不落幕
的花博盛会。他表示，崇明将全力抢
抓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坚定不

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努力把崇明建
成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为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贡献崇明
案例。

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围绕“花博会
与城市生活品质提升”“花博会与花卉
产业国际竞争力”“花博会与乡村振
兴”等展开专题发言。

区委副书记李峻，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薛红，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
德昌，区政协副主席袁刚等出席论坛。

发挥花博会效应 助力生态岛建设

区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

（上接1版）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上海
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
会议的决定。

林杰指出，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做到以学

促行、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 全 会 精 神 不 断 引 向
深入。

林杰指出，各条线、各乡镇要对照
年度工作计划，抓好年度工作的推进
落实和梳理总结，认真做好年度工作
的总结和谋划。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召开区一届人大八次会议的决
定，相关条线要精心组织、细致安排，

常委会组成人员要积极参加常委会组
织开展的会前视察和联系等活动，深
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调研工作，各乡
镇人大要积极配合常委会相关活动的
开展，做好区人大代表参加人代会前
调研视察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同
时，要抓好本乡镇人代会的筹备工作，
确保人代会高质量召开。

会议还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
事任免案。部分市人大代表向区人大
常委会会议报告履职情况。

区政协开展年终集中视察活动

（上接1版）总体来看，今年尽管受疫
情因素影响，但推进情况整体可控，仅
个别项目进度滞后。听取通报后，与
会委员围绕充分发挥花博会溢出效
应、加强项目推进中部门间统筹协调、
注重项目施工中生态环境保护、发挥
产业在乡村振兴示范村中的引擎作用

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
邹明强调，当前，政协委员正站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历 史 交 汇 点
上，要身怀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
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
上，紧紧围绕“十四五”时期崇明世

界 级 生 态 岛 的 战 略 定 位 和 建 设 目
标，把握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举办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发展长兴
高质量产业集群等重大机遇，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上，在全方位推动崇明世界
级 生 态 岛 建 设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进 程
中，不断彰显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
新活力、履职新作为。


